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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涪江与安昌河、芙蓉溪三江汇流，在经
开区内形成水域面积5.06平方公里三江湖，笔架
山、金广山左右环抱湖面，形成山水相依的秀丽
风景，以优美环境为依托，该园区正在加快建设
与产业有机融合的新城区。园区内有高等院校2
所、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1所、中小学5所、医院
4家、体育休闲公园3座、金融和保险机构8家，建
成准五星级酒店（桃花岛酒店）1家，在建超五星
级和四星级酒店各1家。汽贸商圈建有中高档品
牌汽车 4S 店 40 余家，“特色餐饮一条街”汇聚美
食门店80余家，生活服务业呈蓬勃发展之势。

已建在建的经开万达CBD、鸿越瑞櫊、涪滨印
象、吉盛三江国际丽城、五和城南新天地、树高威尼
斯等高端商业商住小区商住面积达500万平方米，

环境及设施一流。与正在打造的沿江（涪江）高端商
业商住和现代服务业功能带、沿路（绵州大道）高端
制造业和新型工业化功能带、沿山旅游休闲和生
态观光功能带，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绿色低碳、山
水田园、生态宜居的现代城市新区正加快形成。

当前，绵阳经开区正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坚持“负重自强、二次创业”，自我加压、对
标发展，深入实施“培育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业发展一号工程、“电子商务和‘互联网+
’”现代服务业一号工程这“两个一号工程”，积极
参与“幸福美丽绵阳”建设，加快建设千亿产业园

区和现代山水生态新城。以产业项目为核心，坚
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并重，利用外资与境
内投资并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并重等“三
个并重”；着力抓好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
管理、民生改善“四件大事”；积极推进布局科
学化、产业集聚化、园区开放化、城市现代化、
社会和谐化“五化合一”建设，努力为广大客商
提供成就事业的沃土，为广大创客搭建施展才
华的平台，为全区群众创造温馨生活的家园。

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人居环境和谐优美 产城有机融合发展

浓墨重彩书写发展升级 加足马力打造经济新引擎
——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着力搭建产业发展新平台致力经济开发建设纪实

本版撰稿、摄影 李锦辉

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简
称绵阳经开区）是中国（绵阳）
科技城“一城三区”发展战略
的核心区，位于绵阳主城区南
面。辖塘汛镇、松垭镇和城南
街道，实有人口 15万，辖区面
积近70平方公里，城市规划面
积50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
积 21.5平方公里。绵阳市经开
区成立于2000年8月，2012年
2月与绵阳科技城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区整合成新的经济技
术开发区，同年10月经国务院
批准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绵阳经开区是四川省
优秀工业园区、四川省新型工
业示范基地、四川省“51025”
重点产业园区、四川省生态工
业园区建设试点园区。

近几年以来，绵阳经开区确立“核心
区主攻新型工业、滨江新区繁荣第三产
业、丘区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总体思
路，明确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宜业宜商宜
居的千亿产业园区和现代山水生态新区
的目标。已形成以长虹智能终端、旭虹盖
板玻璃、海立电器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
业，以美丰科技、东材科技、利尔化学、禾
大西普为代表的化工环保产业，以丰谷
酒业、雪宝乳业为代表的食品医药产业
和以好圣制造、华晨瑞安为代表的机械
制造产业等主导产业，产业集中度达到
82%，优势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效应明显。

目前，有各类企业 3233 户，其中“四
上”企业 162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96
户；荣获省著名商标企业12个、市知名商
标企业17个，拥有省名牌产品7个；上市
企业或上市企业分公司13户；年纳税50
万元以上企业185家（其中500万元以上
38 家）。根据转型升级发展需要，规划并

正在建设信息安全、现代服务业、化工环
保、食品及生物医药、广告传媒等专业园
区。同时，瞄准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已有
主导产业，突出智能装备制造、重大成套
设备制造、电子核心基础、生物制品制造、
生物技术应用等重点方向，着力推进高新
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2016
年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达到379.1亿元。

2012年10月13日，经国务院正式批
复，同意绵阳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绵阳经开区升级为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全面享受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各项支持政策，享受科
技城所享有的中关村政策和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 4 项先行先试政策，有利于增
强招商引资吸引力和竞争力，促进园区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两化”互
动、统筹城乡发展步伐，提升园区发展质
量和水平，为绵阳科技城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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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高效推进平台建设，创造新的
发展优势。2016年5月，经开区以绵阳鑫
之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母体，吸收合并
绵阳经开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绵阳三江
商贸有限公司，组建国有独资绵阳经开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22.884711 亿元。下设经开置业公司、经
鑫土地整理公司、经开建筑工程公司、
精鑫资产管理公司、三江商贸公司和聚
星科技孵化公司等 6 个一级全资子公
司和经开项目管理公司、民悦物业公
司、停车管理服务公司、汽车租赁公司、
建筑设备租赁公司、水务公司 6 个二级
全资子公司，参股坤泰担保、虹然绿色
能源、九洲环保科技、孟林经鑫燃气、御
鑫广告、仁信汽车、经开豆萁、禾创园林
等公司。现有总资产 70.45 亿元，净资产
48.53 亿元。

作为绵阳国家级开发区千亿产业园
区和现代山水生态新城建设的重要力
量，该公司秉承“来自园区、服务园区、发
展园区”的企业理念，坚持“管委会+公
司”“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依靠政府不
依赖政府”的经营思想，充分把握利用政
策资源、资产资源和历史机遇，内抓管
理，外树形象，致力于打造主业突出、资

产规模大、资产质量优、融资能力强、偿
债能力佳、主业突出、竞争力强、发展前
景好的大型综合性投融资产业公司。该
公司业务范围包括土地一级整理开发；
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管理；公益性
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房地产开发建设；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建筑工程施工；对外
投资；管理咨询服务；对动产抵押物的仓
储管理服务；体育场地场馆与租赁；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广告设计制作
发布；餐饮管理；物业服务等。

“现在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了，您看看
我们小区的环境多么好，以前想都不敢
想我们农民能住上这么高档的小区。”家
住城南一号统建房的居民张丽华激动地
说，据了解，近几年，经开区党工委、管
委会始终把和谐拆迁、民生优先放在
十分重要的位置，严格执行有关统规统
建要求，按照“拆得下、安得稳、生活好”
的原则，全力推进失地农民统建房建
设。联合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
成城南一号、南区花园跃进统建房等项
目，同时积极完善绝大部分居民点基础
设施，加强与上级部门对接，将积极完善
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社会事业项目
的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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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经开投控）主体信用等级
被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正
式评定为 AA。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是
根据国际通行规则组建的全国性、专业
化信用评级机构，也是国内首家国有控
股的全国性信用服务机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
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银行间债券市
场资信、贷款企业和担保机构资信评级机
构。东方金诚国际认为，该园区党工委管
委会的大力支持、辖区持续增长的区域经
济优势等因素对公司产生积极作用，经开
投控作为经开区土地开发整理和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实施主体，企业的履约
能力、投标信誉、综合实力与竞争力已达
到市场较高水平，信誉度良好，能够有力
助推辖区城市建设与发展,面对荣誉,该公
司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更加努力,以良好的
信誉,助力企业发展。

该公司此次信用评级的提升既是
外部评级机构对该公司综合能力的充
分肯定，更是鼓励和鞭策。下一步，该公
司将继续秉承“稳健、务实、诚信、共赢”
的核心理念，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目标，
以持续创新为驱动力，不断探寻企业发
展的新途径、新方法，在自身不断发展
壮大的同时，努力为促进全省经济建设
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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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该园区强化政策支撑。实施科技型中
小企业“涌泉计划”33 条政策，扶持政策涵盖科
技金融、股权激励、成果转化、专利资助等方面，
实施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补贴、贷款贴息、社保
补贴等“十有”政策，落实大学生就业创业专项
资金188.23万元，通过以奖、贷、补、免等方式促
进大学生就业创业。

与此同时，打造服务平台，着力搭建“一站
式”服务平台,建成 2 家省级、2 家市级创业孵化
基地，建立3家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目前
共有45名高校毕业生47个创业项目申请入驻创
业孵化基地，成功申请创业补贴62.8万元。与10
家职业培训学校签订职业技能定点培训协议，开
展创业指导服务5次，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自主
创业，同时开展“订单式”培训，建立健全参训人员

有技能、有实训、有项目、有扶持的“创业培训+X”
的“四有”培训模式，实施创业培训普及化、本地
化、专业化、精英化的“四化”战略。灵活运用“现
场、网络、常规、专场”四种招聘服务模式，1-8月，
成功举办大学生创业培训1次，培训30余人。

不仅如此，该园区大力实施大学生就业促
进计划。抓好高校毕业生求职服务，组织实施高
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加强离校未就业毕业
生跟踪服务工作，开展家庭困难毕业生就业援
助，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完善高校毕业生
创业优惠政策，开展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加大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扶持力度，强化高校毕业
生就业指导。开展就业创业信息进校园活动，加
大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和解读力度，强化就业状
况反馈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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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七五”普法实施以来，经开区认真贯彻
落实《“七五”普法规划》及省、市相关部署，紧紧
围绕全覆盖工作要求，坚持“普治并举”，确保国
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和行业（单位）

“谁主管谁负责”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大力推进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加紧完善普法责任清单和
行政权力清单，同时也督促区属国有企业的普
法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首先要求区属国有企业认真落实《经开区
营造全区法治宣传氛围的工作方案》，利用条
幅、板报、LED屏、宣传栏等载体开展普法宣传，

同时深化企业内部法治文化建设，由绵阳经开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台《法律事务管理办
法（试行）》等制度，在公司经营决策中充分结合
内部法务与外聘法律顾问的专业意见，确保法
律顾问机制良好运行。在该集团加大法律风险
防范工作，该集团集中力量对有关规章制度进
行全面梳理，有效规避制度层面的法律风险，坚
持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2017 年，该公司经
过法律审核把关的规章制度占全部规章制度的
比例达到 100％；经过法律审核把关的经济合
同占全部经济合同的比例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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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园区距市中心约 2 公里，距绵阳火车客
站 5 公里、货站 6 公里。经过区内的绵阳城市二
环路、绕城高速、绵渝高速（G93）与京昆高速

（G5）成绵广段、绵九（九寨沟，在建）、绵南（南
充，在建）互通相融。位于区内的绵阳南郊机场
开通有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30个城市
的航线，周起降606架次，2016年旅客吞吐量达
217.3万人。

南湖汽车站开行城际线路 55 条、日发
361 班次。规划拟于 2023 年建成的绵阳轻轨 2
号线在园区设站 2 个，其中塘汛设南起始站。
园区土地资源较丰富，供地手续便捷。道路骨
架网络、给排水管网、燃气、电力、通讯、4G 网
络等基础设施齐全。辖区日供水能力近 9 万
吨，日供气能力 70 万立方米，有日处理能力
26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 3 座，有装机容量 5.1 万
千瓦电站一座、220KV 变电站 1 座、110KV 变

电站 5 座。已建在建的长虹信息化物流园、科
达物流、易联物流等给园区发展提供充足的
物流保障。

绵阳经开区发展定位明确，规划布局清晰。
绵阳经开区坚持“兴一个园区，建一座城市”的
理念，着力“产城一体、园城一体”发展，奋力打
造宜业宜商宜居的城市新区和产业新城，加快
构建“一区两团三带多片”的发展布局。即以城
南新区为主体，以塘汛和松垭场镇两个产城一
体组团为双核，打造沿江高端商业商住与现代
服务功能带、沿路（绵三路）高端制造与新型工
业化功能带、沿山旅游休闲与生态观光功能带
和多片区域的特色商贸区。奋力打造“二基地四
中心”，即把绵阳经开区建设成为西部数字家电
产业化基地、国家军民融合示范发展基地和科
技创新中心、产业服务中心、现代商贸中心、旅
游休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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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的经开区三江大坝优美的经开区三江大坝

绵阳经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环境优美的城南一号环境优美的城南一号

城南一号统建房项目部

三江绿道秀美风景三江绿道秀美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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